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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Utility
帮助版本 1.075

目录

概述

什么是 License Utility？

查看许可证

在何处可以找到所有购买的产品汇总？

激活许可证

何处可以选择激活软件许可证？

传输许可证

何处可以选择传输许可证？

硬件许可证

是否可以导入或导出硬件密钥证书？

紧急许可证

什么是紧急激活 ID 以及如何使用？

术语表

何处可以查阅有关 License Utility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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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License Utility是一种用于在主机上管理软件许可证和硬件密钥证书的工具。此外，还可用于查看产品的相

关订阅期。

要访问 License Utility：

请运行“配置”，选择“工具 ...”|“启动 License Utility...”。
-或者 -
单击“开始”|“所有程序”| <公司名称> | <产品名称> |“许可证”，然后选择 License Utility。

有关 License Utility术语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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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许可证

“查看许可证”页面可显示主机上可用的权限，并提供所有已授权产品的汇总。其中包括单独的软件和硬件许

可证。

“产品”：此列指定已通过特定软件和硬件许可证激活的功能。

“激活 ID”：此列指定激活 ID，它是由供应商生成并输入到 License Utility的唯一许可证标识字符串，用于生成

在激活过程中使用的请求文件。
提示：要复制激活 ID，请选择该行，单击鼠标右键，然后选取“复制激活 ID ”。

“支持结束日期”：此列指定特定产品许可证的最后支持日期。

“状况”：此列指定当前许可证的状况，例如：

l 证书 -基于证书的许可证 (例如硬件密钥)
l 良好 -完全受信任 /有效的软件许可证

l 损坏：<reason> -可能出现某种原因(如“定位”、“绑定”或“时钟”)导致软件许可证不受信任或无效。

l 对当前版本无效 -许可证对于当前软件版本无效，必须进行升级 (请参阅升级)。
l 过期 -基于时间的许可证已超出其到期日期。

关于许可证损坏可能原因的详细信息将在故障排除下讨论。

许可证附加信息
此部分显示许可证的附加信息 (如果可用)。说明如下：

l “类型”：此字段会显示特定产品的许可证类型。

l “说明”：对于硬件密钥许可证，此字段显示文件名 <产品>.lic。对于软件许可证，此字段显示产品套

件名称或产品名称。

l “层”：某些许可证可能限制为一定数量的通道、设备或标记。此字段指示对所选许可证的限制 (若
有)。

l “到期”：如果产品许可证受到限制 (如紧急激活 ID)，则此字段将显示许可证的到期日期。如果主机上

的许可证无限制，则此字段将隐藏。

“修复”：当选定项处于损坏状态时可用。单击以访问激活过程，其中“激活 ID”字段将自动填充选定项的激活

ID，以促进该过程。

“激活”：单击以开始激活许可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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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订”：单击以开始续订许可证的过程。

“传输”：单击以开始将许可证从一个系统移动到另一个系统的过程。所选激活可以进行传输并在另一台主机

上激活 (立即或稍后)。
提示：可以一次传输多个软件激活。一次仅能导出或复制一个硬件密钥证书。

“在线执行授权操作 (如果可行)”：允许“许可证实用程序”直接与授权服务器连接并执行激活与传输。这样便无

需创建可从 My Kepware 上载和下载的许可证请求和响应文件。
注意：在线功能需要 Windows Server 2012 或更高版本。必须安装最新的安全更新。
另请参阅：有关在线激活的知识库文章
提示： 在查看产品套件时，双击以查看其中包括的产品。
注意：

l 选择软件激活 ID，然后单击“下一步”可调用软件的许可证激活进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软件
许可证激活。

l 选择“传输”产品激活，然后单击“下一步”可调用传输进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管理软件许可证传
输。

l “在线执行授权操作 (如果可行)”：允许 License Utility直接与许可服务器连接并执行激活与传输。这无

需创建必须从 My Kepware 进行升级和下载的许可证请求和响应文件。

另请参阅：术语表、许可证激活、软件许可证传输、硬件许可证传输、激活许可证、硬件许可证证书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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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许可证

要激活许可证，至少需要一个激活 ID 或硬件密钥文件。激活 ID 和硬件密钥文件均可从许可网站下载。

选择软件或硬件选项，然后单击“下一步”选项。

软件许可证激活 -在线

软件许可证激活 -离线

硬件许可证激活

另请参阅︰术语表、软件许可证传输、硬件许可证传输、硬件许可证证书激活

在线激活许可证

在线许可证激活页面中可输入待授权许可产品对应的一个或多个激活 ID。按下“下一步”按钮后，许可证实用

程序便会与许可证服务器进行通信以执行许可证激活。

完成许可证激活过程需要连接互联网。如果要运行许可产品 (目标)的计算机未连接 Internet，请参阅离线

激活过程。

安装位置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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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名或服务器标识符：输入需要激活许可证的计算机的标识符。默认情况下，此字段为当前计算机名。

服务器位置 (可选)：针对已获许可的计算机运行时所在的位置输入可选文本说明。

服务器说明 (可选)：针对正激活许可证的计算机输入可选文本说明 (最多 1000 个字符)。

激活方式为 Internet

“用户名”：即 My Kepware 帐户用户名，据此可获得许可证并在将来进行维护。

“密码”：即 My Kepware 帐户密码，用于在具有指定用户名的许可证服务器上进行验证。

许可证激活说明

1. 在提供的区域中输入或粘贴激活 ID。ID 可以直接输入或进行粘贴，采用逗号分隔格式。

提示：在单个事务处理中最多可以执行 100 个激活。

2. 根据需要输入或更新安装位置详细信息。

3. 输入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

4. 单击“下一步”。将显示表明激活请求状态的状态屏幕，以及可能发生的任何错误或警告。

5. 激活完成后，单击“下一步”返回到“查看许可证”对话框。

如果服务器在 30 秒内没有响应，则在线激活请求超时。

另请参阅︰术语表、排除故障、软件许可证激活、软件许可证转移、硬件许可证转移、硬件许可证证书激活

离线激活许可证

此页面用于浏览激活过程，该过程通过使用软件激活 ID 生成请求文件 ("activation_request.txt")，并提示用户

将请求发送给供应商。之后，该过程将处理供应商生成的激活响应文件 ("response.txt")。

提示：虽然激活请求文件和响应文件的默认名称分别为 "activation_request.txt"和 "response.txt"，但可以根

据需要对它们进行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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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位置详细信息
这些值将显示在“我的 Kepware”中，可能有助于跟踪跨多个服务器的许可证激活。

计算机名或服务器标识符：输入需要激活许可证的计算机的标识符。默认情况下，此字段为当前计算机名。

服务器位置 (可选)：针对已获许可的计算机运行时所在的位置输入可选文本说明。

服务器说明 (可选)：针对正激活许可证的计算机输入可选文本说明 (最多 1000 个字符)。

许可证激活说明

1. 在提供的区域中输入最多 100 个激活 ID。ID 可以直接输入或进行粘贴，采用逗号分隔格式。在单个

事务处理中最多可以执行 100 个激活。

2. 根据需要输入或更新安装位置详细信息。

3. 单击“保存到文件 ...”。
注意：License Utility将生成名为 "activation_request.txt"的请求文件并显示浏览对话框。保存请求文

件，并记录其位置。

4. 启动 internet浏览器，然后转至供应商的许可网站。可能提示过往用户输入登录信息；首次使用的用

户可能需要创建一个帐户才能继续。

5. 上载请求文件，然后单击“确定”。

6. 提供名为 "response.txt"的激活响应文件。将此文件保存到主机。

7. 返回到 License Utility中的“管理软件许可证激活”对话框。

8. 在“导入激活响应文件”下，单击“导入文件 ...”，然后选择下载的激活响应文件。

另请参阅︰术语表、排除故障、软件许可证激活、软件许可证转移、硬件许可证转移、硬件许可证证书激
活

激活硬件许可证

硬件密钥证书是供应商生成的数字签名文件，其中包含唯一的硬件密钥 ID (Flex ID)以及激活产品列表。

www. pt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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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个硬件密钥证书都可以导入到许多主机，但是与硬件密钥证书相关联的物理硬件密钥一次只能连接

到一台计算机。使用硬件密钥证书时，需要物理硬件密钥。

必须安装附加软件功能，硬件密钥才能正常运行。该操作可以在初始设置期间来完成，也可以随时通过重

新运行产品安装可执行文件然后选择“修改”来完成。在“选择功能”中，找到“硬件密钥”，然后选择“整个功能将

安装在本地硬盘驱动器上”。继续完成安装。

注册硬件密钥证书文件
对于应用程序的“运行时”识别的物理硬件密钥，必须向 License Utility注册硬件密钥证书文件。

要注册硬件密钥证书，请按照下面的说明将其导入 License Utility中。

1. 从供应商处获得硬件密钥和相应的硬件密钥证书文件后，单击“导入硬件密钥证书”(Import a
Hardware Key Certificate)下的“导入文件 ...”(Import File...)。

2. 浏览至提供的硬件密钥证书文件，然后单击“确定”。该文件具有唯一的名称，例如

"MyHrdKeyCert.lic"。License Utility随即会对证书进行处理。如果操作成功，系统将显示“查看页面”，
其中会显示新导入的许可证。

另请参阅︰术语表、软件许可证激活、软件许可证传输、硬件许可证传输

www. pt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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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许可证

该页面用于导航在线传输过程，使用户可在厂商许可网站上进行开户激活，然后再在新的主机激活。一旦许

可证成功上载到供应商许可网站，用户即可在新的主机上开始激活过程。

在“查看”屏幕选择一个或多个软件许可证并单击“传输”按钮开始许可证传输。

在线传输

离线传输

硬件许可证传输

注意：不可将软件许可证和硬件许可证一起传输。

在线传输许可证

字段说明

l 许可证列表 -该列表包含所有要从查看屏幕传输所选出的许可证。

l “用户名” -即“我的 Kepware”用户名，凭此用户名可获得许可证。

l “密码” -即“我的 Kepware”帐户密码，用于在许可证服务器上进行验证。

在线传输过程

1. 在“用户名”和“密码”字段输入用户凭证。

2. 单击“下一步”按钮开始传输进程。将显示表明传输请求的状态屏幕，还会显示发生的任何错误或警

告。

注意︰每次单击 “下一步”时，即会显示以下警告。

www. pt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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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激活完成后，按“下一步”返回到“查看许可证”对话框。

另请参阅：管理软件许可证激活、激活传输的限制

离线传输许可证

产品激活通过“许可证实用程序”生成的传输请求文件 (名为 "transfer_request.txt")返回至厂商。一旦成功上载

到厂商许可网站，用户即可在新的主机上开始激活过程。

1. 单击“保存到文件 ...”以在计算机上禁用许可证。这意味着已安装软件不再受许可证权限限制。如果厂

商基于 Web 许可证门户未对所生成的传输请求文件进行处理，则许可证不可用。

注意：每当单击“保存到文件 ...”时，会显示以下警告。

www. ptc.com

12



License Utility

注意：虽然继续传输会禁用主机上的许可证，但一旦返回至厂商许可网站，许可证在新主机上的激

活仍有效。

2. 在文件浏览对话框中，保存生成的请求文件 "transfer_request.txt"。记下此位置。

3. 启动 internet浏览器并访问厂商许可网站以上载请求文件。可能提示过往用户输入登录信息；首次使

用的用户可能需要创建一个帐户才能继续。

重要事项：必须从原始主机的 License Utility生成传输请求文件。完成许可证传输过程需要连接

internet。如果正在传输活动许可证的主机未访问到 internet，请将传输请求文件复制到已访问

Internet的计算机，以登录基于 Web 的许可证门户 (并上载传输请求文件)。

4. 上载传输请求文件，然后单击“确定”。
注意：许可证存储于在线帐户。

另请参阅：管理软件许可证激活、激活传输的限制

传输硬件密钥许可证

此页面用于复制和导出硬件密钥证书，硬件密钥证书是供应商生成的数字签名文件，其中包含唯一硬件密

钥 ID 以及激活产品列表。

尽管每个硬件密钥证书都可以导入到许多主机，但是与硬件密钥证书相关联的物理硬件密钥一次只能连接

到一台计算机。使用硬件密钥证书时，需要物理硬件密钥。
提示：复制证书后，原始证书仍保留在当前计算机上。导出证书后证书将从计算机中移除。

重要事项：必须安装附加软件功能，以保证硬件密钥正常运行。该操作可以在初始设置期间来完成，也可

以随时通过重新运行产品安装可执行文件然后选择“修改”来完成。在“选择功能”中，找到“硬件密钥”，然后选

择“整个功能将安装在本地硬盘驱动器上”。继续完成安装。

将“硬件密钥证书文件”复制到另一“主机”
在另一台计算机上使用硬件密钥之前，必须将硬件密钥证书文件副本导入到新主机。如果已经获得副本，请

按照激活硬件许可证步骤操作。如果已导入许可证，但无法访问其副本，请按照以下步骤从“许可证实用程

序”获取副本。

注意：要将将硬件密钥从一台计算机移动到另一台计算机，无需将硬件密钥证书返回至厂商。

单击“复制文件 ...”，然后选择保存硬件密钥证书文件的位置。

提示：建议用户将此文件备份于安全且可访问的位置。

现在可将硬件密钥证书导入到另一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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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硬件密钥证书文件
如果计划使用不同的硬件密钥，应移除现有硬件密钥证书以避免混淆。为此，请在“管理硬件密钥证书”对话

框中选择“导出文件 ...”。

警告：使用硬件许可证时，与产品相关联的支持期限将与硬件密钥证书绑定。

另请参阅：术语表、软件许可证激活、软件许可证传输、硬件许可证证书激活

激活传输的限制

支持期从购买时开始。每个产品许可证均独立运行，以支持其相关产品。某个许可证到期仅会导致其相关功

能在“限时”模式下运行。其他许可产品不受影响。

另请参阅：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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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许可证

在版本 6.0 发布之前获得的许可证不能用于许可 6.0 版本产品，必须进行升级。

软件许可证

1. 在查看许可证对话框中，选择要升级的许可证。

2. 按“传输”按钮。

3. 按照软件许可证传输过程进行操作。

4. 登录到许可网站，然后按照所提供的说明升级许可证。将为您的每个许可证生成新的激活 ID。

5. 执行软件许可证激活。

硬件证书

1. 在查看许可证对话框中选择想要升级的许可证。按“传输”按钮。

2. 按照硬件许可证传输过程进行操作。

3. 登录到许可网站，然后按照所提供的说明升级硬件许可证。

4. 下载新的硬件许可证证书。

5. 执行硬件许可证证书激活。

注意：如果 6.0 版本许可证安装在一个作为虚拟机运行的系统上，且该系统随后安装了 6.0 版本之前的产

品，则 6.0 版本许可证无法通过 6.0 版本之前的许可证实用程序进行传输。

另请参阅：术语表、软件许可证激活、软件许可证传输、硬件许可证传输、硬件许可证证书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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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订支持和维护

在线支持续订
此页面用于更新许可证的支持和维护。“许可证实用程序”将联系许可证服务器，来确定当前计算机上的许可

证是否有更新的支持。如果发现支持更新，将会自动加载这些更新并对受到影响许可证的许可证版本进行

更新。

注意：

1. 在线激活软件许可证的过程中，将自动执行支持和维护检查。除非购买附加支持，否则不需要进行任

何后续更新。

2. “支持和维护续订”仅适用于软件许可证。硬件证书文件已通过发布新文件进行更新。

1. 输入与此帐户关联的 My Kepware“用户名”和“密码”凭证。

2. 单击“续订”按钮。将显示表明更新请求状态的状态屏幕，以及可能发生的任何错误或警告。

3. 更新完成后，按“下一步”返回“查看许可证”对话框。

离线支持续订
此页面用于更新和导入许可证的支持和维护。支持更新会导致相关产品许可证的版本 (在查看屏幕中列出)
更新，以反映扩展的产品支持。

1. 单击“导入”按钮，然后选择供应商已提供的文件。完成导入进程后返回至“查看许可证”对话框。

另请参阅：术语表、软件许可证激活、软件许可证传输、硬件许可证传输、硬件许可证证书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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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许可证

软件和许可证功能基于信任关系。环境中的某些变化可能会导致信任的破坏，从而使许可证无效。在“查看

许可证”对话框中，“状态”列下的“损坏”状况也会提供可能的原因。对于每种原因类型，下面概述了一些可能

的原因和解决方案。
注意：在新许可证被激活或现有许可证可传输之前，必须修复状态为“已断开”的所有许可证。

时钟回拨
可能的原因：

l 系统时间发生回拨，以延长基于时间的许可证的使用期限。

解决方案：

l 修正系统时间。

l 如果最初激活时间不正确，则需重新激活许可证。

绑定
可能的原因：

l 许可证已移动至另一台计算机。

l 检测到存在硬件更改且许可证不再受信任。

l 虚拟机已还原为快照。

解决方案：

l 联系 请在重新激活许可证前联系技术支持。

l 请于七 (7)日内通过紧急 ID 重新激活许可证并联系技术支持部门。

定位标记
可能的原因：

l 许可证于当前计算机传输后已手动恢复。

l 第三方软件已经覆盖了用于维护许可证信任的数据。

解决方案：

l 重新激活许可证。

另请参阅：许可证激活、许可证传输、紧急许可证、查看许可证

紧急许可证

紧急激活 ID 随每个购买的软件激活 ID 提供，以便在标准办公时间之外发生计算机 /系统故障时使用。紧急

许可证可通过许可网站在目标计算机激活，使产品有效运行 7 天。紧急激活 ID 是唯一的一次性许可证：每个

需要紧急激活的产品必须使用单独的紧急激活 ID。使用紧急许可证后，用户必须联系技术支持部门，以便讨

论恢复应用程序的选项。

注意：如果使用紧急许可证的计算机不能访问互联网，请将激活请求文件复制到能够访问互联网的计算

机，以便生成激活响应文件。激活请求文件和激活响应文件必须在目标计算机上处理。有关激活许可证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 管理软件许可证激活。

重要事项：在诸如计算机 /系统故障等情况发生之前，与所有相关人员预先讨论恢复程序是十分重要的。此

外，用户可以保存所有当前激活 ID 的副本，以此来减轻恢复时的难度。此外，记住应用程序安装的正确版本

也十分有用。

www. pt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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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下表定义各个许可证实用程序中使用的术语。

术语 定义

激活 ID 唯一的 ID 与供应商指派和许可证实用程序用于生成请求的文件。有两种类型的激活 ID：软件激

活 ID (永久)和紧急激活 ID (7 天、一次性许可证)。

激活过

程

产品许可证必须事先激活，才能在主机上全天候运作。主机上不需要 internet连接。但是，对于

软件许可证，激活过程要求用户登录到厂商基于 web 的许可证门户来生成激活响应文件。

注意：此时，仅通过个人电话无法激活许可证 (原因在于基于文件的许可证机制)。

对于无法实现 Internet连接的远程站点上的主机，建议使用硬件许可证。无需使用厂商基于

web 的许可证门户，即可激活硬件密钥和证书，或将其传输至新的主机。

质保
未购买订阅服务协议的情况下，保证期可以提供来自厂商的更新和有限的技术支持。自购买之

时起提供对产品更新和技术支持的访问，期限为 90 天。基本保证期将涵盖所有购买。

紧急许

可证
紧急许可证是唯一的一次性软件许可证，可以在主机发生故障时使用。

到期时

间

许可产品终止日期。如果许可证权限永不过期，它是永久的。如果在紧急或试用的基础上生成

许可证，此字段可能包含截止日期。

硬件密

钥

硬件密钥许可证包含物理硬件密钥和相应的硬件密钥证书。用户通过“许可证实用程序”将硬件

密钥证书导入主机来激活可供全天使用的硬件密钥许可证。

注意：对于需要使用 Microsoft远程桌面 (终端服务)的用户，不建议使用硬件密钥许可证。如

果需要使用这种技术，请使用软件许可证。

硬件密

钥 证书
由厂商生成的数字签名文件，只要相应硬件密钥连接到主机，即可激活产品列表。

主机 软件和硬件许可证均已获得全天使用授权的物理计算机。

许可证

类型
激活某一特定产品的许可证方法主要分类。许可方法可以是软件或硬件许可证。

License
Utility 用于查看和管理软件和硬件许可证的工具。

产品 已通过特定软件和硬件许可证激活功能。

请求文

件

通过主机“许可证实用程序”生成的文件，可用于激活和传输过程。请求文件发送给供应商生成

指定的产品激活响应。

响应文

件

在激活和传输过程中使用的文件，此文件通过厂商许可证网站生成，用于对许可证激活进行授

权。

软件许

可证
软件许可证是启用产品激活的安全文件。它们位于主机硬盘上。

预订服

务协议

从厂商处购买的协议，可提供“基本保证期”未涵盖的产品更新和技术支持。此协议允许用户获

得全面的产品更新和增强功能。它还扩展了已授权的产品技术支持。

支持结

束日期

此日期之后，厂商将不再提供产品更新和技术支持。“支持结束日期”以月份为基础，且会附加剩

余基本保证期。最初的 3 个月产品许可证购买加上 12 个月的技术支持，可以提供 15 个月的产

品更新和技术支持期限。

传输过

程

当产品通过激活过程正确授权后，用户即可将许可证转移到新主机。要完成此操作，用户需要

通过使用“许可证实用程序”的传输机将许可证返回至厂商基于 web 的许可证门户。然后，即可

在新主机上启动激活过程。

www. pt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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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A

activation_request.txt 8

F

Flex ID 5

I

Internet 8

R

response.txt 8

T

transfer_request.txt 13

安

安装位置 7, 9

版

版本 6.0 15

帮

帮助内容 3

绑

绑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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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备受信赖 17

层

层 5

查

查看许可证 5

产

产品 5

传

传输 6

传输过程 18

传输许可证 11

传输硬件密钥许可证 13

导

导出文件 ... 14

导入文件 ... 10

到

到期 5

到期时间 18

定

定位标记 17

概

概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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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故障排除 17

恢

恢复程序 17

回

回拨 17

汇

汇总 5

激

激活 5

激活 ID 18

激活传输的限制 14

激活过程 18

激活硬件许可证 9

技

技术支持 17

紧

紧急激活 ID 17

紧急许可证 17

快

快照 17

类

类型 5

www. ptc.com

21



License Utility

离

离线传输许可证 12

离线激活许可证 8

良

良好 5

密

密码 8, 11

目

目录 3

请

请求 18

软

软件许可证 15

升

升级许可证 15

时

时钟回拨 17

术

术语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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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

损坏 5

无

无效 5

限

限时模式 14

响

响应 18

修

修复 5

许

许可证列表 11

续

续订 6, 16

已

已过期 5

硬

硬件密钥 18

硬件密钥证书 10

硬件证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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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用户名 8, 11

预

预订服务协议 18

在

在线 (如果可行) 6

在线传输 11

在线传输许可证 11

在线激活许可证 7

证

证书 5, 18

支

支持和维护 16

支持结束日期 5, 18

质

质保 18

主

主机 13, 18

状

状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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